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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7月，一批新的法律法规开始施
行。公职人员行为监管更加严格、多方面
强化高铁安全防护措施、海南免税购物让

“买买买”更方便……法治，让社会治理更
完善，让你我生活更安心。

构筑严密法网强化对公职人
员的管理监督

一些公职人员的行为“政纪不适用，
党纪管不了”？自 7月 1日起施行的公职
人员政务处分法，强化对公职人员的管理
监督，使政务处分匹配党纪处分、衔接刑
事处罚。政务处分法中纳入了“篡改、伪
造本人档案资料的”“违反个人有关事项
报告规定，隐瞒不报”“拒不按照规定纠正
特定关系人违规任职、兼职或者从事经营
活动，且不服从职务调整的”“违反规定取
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取境外永久居留资格、
长期居留许可的”等，并规定了其适用的
政务处分。

社区矫正法突出监督管理与
教育帮扶相结合

社区矫正法自 7月 1日起施行，这是
我国首次就社区矫正工作专门立法。该

法将“国家支持社区矫正机构提高信息化
水平”写入总则，并就信息化核查、使用电
子定位装置等内容作出规定。社区矫正
工作坚持监督管理与教育帮扶结合，专门
机关和社会力量相结合，鼓励和引导社会
力量参与社区矫正，采取分类管理、个别
化矫正，有针对性地消除矫正对象可能重
新犯罪的因素，帮助其成为守法公民。

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额度
提至10万元

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关
于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的公告》明
确，离岛旅客每年每人免税购物额度为
10万元，不限次；扩大免税商品种类，增
加电子消费产品等7类消费者青睐商品；
仅限定化妆品、手机和酒类商品的单次购
买数量；旅客购买商品超出免税限额、限
量的部分，照章征收进境物品进口税；具
有免税品经销资格的经营主体可按规定
参与海南离岛免税经营。自 2020年 7月
1日起实施。

“国六”排放标准正式实施

生态环境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

调整轻型汽车国六排放标准实施有关要
求的公告，自7月1日起，全国范围实施轻
型汽车国六排放标准，禁止生产国五排放
标准轻型汽车，进口轻型汽车应符合国六
排放标准。

目前，尚未实施国六排放标准的地区
有：辽宁、吉林、黑龙江、福建、江西、湖北、
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
宁夏、新疆等省份全部地区，以及山西、内
蒙古、四川、陕西等省份的部分地区。

建立高铁安全保障体系

7月1日起，《高速铁路安全防护管理
办法》开始施行，从多方面致力于强化高
铁安全防护措施，建立技防、物防、人防相
结合的高铁安全保障体系。该《办法》规
定，高速铁路应当实行全封闭管理，强化
了铁路旅客运输实名制管理要求，旅客聚
集区等重点区域安装监控系统、设置应急
疏散逃生通道等，高速铁路沿线重点区段
安装设置周界入侵报警系统。

直播带货更加规范

6月 24日，中国广告协会发布《网络
直播营销行为规范》，为“带货”行业健康

发展提供了行为指南。《规范》包括前言共
六章44条，自7月1日起施行。除了前言
部分介绍制定出台《规范》的工作背景外，
全面涵盖了网络直播营销活动普遍遵守
的原则、针对不同主体的特定规范，鼓励
情形和实施保障等。据介绍，《规范》是国
内第一个出台的关于网络直播营销活动
的专门规范。

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施行

6月23日，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新
闻发布会，公布新修订的《西安市秦岭生
态环境保护条例》。《条例》自 7月 1日起
施行，从管理体制、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自然资源保护、人文资源保护、开发建设
活动的生态环境保护、保障措施、法律责
任等方面对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进行了规范，共九章99条，为打好秦岭
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提供了坚强的法律
依据。 （白阳 樊曦）

本报讯（李琳）西安市疾控
中心发布7月健康信息提示，提
醒公众警惕多种疾病以及动物
致伤，此外受国际和国内疫情形
势影响，新冠肺炎防控依然不能

放松警惕。
7月西安已经进入盛夏，气温高、湿度大，适合各

种细菌、微生物生长繁殖，一旦食物储存、加工不当，
容易引起肠道疾病。同时，还是手足口病发病高峰，
预防手足口病应遵循“洗净手、勤通风、喝开水、吃熟
食、晒衣被”的“十五字”方针，科学预防手足口病。
每年夏季也是动物致伤的高峰季节，市民朋友应当
提高自我防范意识，避免被猫狗抓伤、咬伤，预防狂
犬病。此外，7、8、9三个月正处于乙脑发病高峰，市
民应注意防蚊灭蚊，预防乙型脑炎。

7月注意
预防这些疾病

汉阳陵今日起
恢复全面开放

本报讯（赵争耀）7月1日起，汉景帝阳陵博物院
（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恢复全面开放，开始正
常售票，但是疫情防控期间暂不接待团队游客。

据了解，从7月1日起，汉景帝阳陵博物院（汉阳
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全面恢复考古陈列馆、帝陵
外藏坑保护展示厅（地下馆）、南阙门遗址等开放区
域。开放时间为每天 8:30-18:30，17:00停止入馆。
全面恢复开放后，汉景帝阳陵博物院实行身份证实
名制网络预约购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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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普通口罩供
应量上涨、价格降温
的态势相反，“清凉
口罩”的热度不断上
升。“我需要‘清凉口
罩’。”面对炎炎夏
日，有人表示戴着口

罩快要捂出痱子了，于是，不少商家入局
转型生产“清凉口罩”。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正在进行时，人们最关注的除了“清凉
口罩”的效果之外，还有是否靠谱。

据媒体报道，除了日本企业“跨界”生
产清凉口罩，国内企业也纷纷加入进来。
今年 3月，华润三九在互动平台表示，因

天气转热，其子公司生产的999IDAI清凉
爆珠口罩供不应求，公司正努力增加产
品供应。6月 14日，某电商平台数据显
示，在一家专卖店内，该口罩月销量超
6000只。

新的“清凉口罩”层出不穷。6月 10
日，河南舒莱卫生巾厂发布了一款“清凉
口罩”，将生产清凉卫生巾的相关技术，用
于口罩生产。相较于日本一只“清凉口
罩”动辄几十元的价格，这款国产“清凉口
罩”单只为1.8元。当天，在一个小时左右
的直播中，经销商支付了1250万元定金，
预定了约7000万只口罩。

“清凉口罩”火爆之下，反映出解决

“口罩之捂”成了人们的迫切需求，那么效
果到底如何呢？

目前，市面上的“清凉口罩”主要分为
4种类型：从材质入手，采用真丝、冰丝或
用于生产运动服、游泳衣等透气速干的面
料；在口罩材料的薄厚上做文章；通过在
口罩中加入多种口味的清凉爆珠；在口罩
上夹上精油夹子，让口罩更透气。

“太上头了！”一位网友在试戴了一款
爆珠类的“清凉口罩”后表示，口罩内有两
颗绿色的小爆珠，上午 8点左右捏爆一
颗，一直持续到下午2点还有一点薄荷味
儿，简直是“夏日神器”。与此同时，也有
网友表示，相较于普通口罩，个别“清凉口

罩”的质地更厚，夏天戴上反而更热了，凉
意持续 3小时就没有了。“个人觉得交了

‘智商税’。”
目前，市面上的“清凉口罩”，多为一

次性防尘口罩，而非一次性医用口罩。其
中，也有防尘口罩企业为了让消费者放
心，贴出了检测报告，显示该口罩过滤效
率超过97%。另外，也有个别“清凉口罩”
为KN95口罩。

消费者对“清凉口罩”的体验感不一，
有人认为其太过清凉，也有人认为其降温
效果不明显，还有一些人对隔离病毒的作
用保持怀疑，在保持清凉和防范病毒之间
陷入两难选择。 （赵丽梅）

“清凉口罩”是“夏日神器”还是“智商税”

77月新规事关你我生活方方面面月新规事关你我生活方方面面

6 月 29 日，
陕西省交通建
设集团公司榆
绥分公司党委
开展第十四届

“读好书、爱本
职、献交通”赠
书活动，激发党
员干部职工的
读书热情和学
习积极性，推动
学习型党组织
建设和企业文
化建设。

庞东浪 摄

6月28日，陕西地电
子长市供电分公司举办

“学用新思想 奋进新时
代”主题党日活动职工读
书分享会，大家分享了各
自的心得体会，以及如何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在今后工作岗位上
建功立业。 闫和平 摄

读书

赠书

“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
就是图书馆了”“虽万般不舍，然生活
所 迫 ，余 生 永 不 忘 你 ，东 莞 图 书
馆”……近日，东莞图书馆一张署名为

“湖北农民工”的离别留言图片刷屏
了，真挚的内心独白，让无数网友为之
动容。令人欣慰的是，在当地政府的
帮助下，他找到了一份环卫清洁工作，
往后又能常来看书了。

书籍是精神世界的入口。阅读或
许不一定指向外在成功，但一定会带
来内在丰盈。通过阅读，人们能获得
知识、锻炼思维、开阔眼界，还能润泽
心灵、涵养品格、塑造精神。人们所感
动的，并不仅仅在于这位外出务工人
员对阅读的热爱，更在于他在阅读中
涵养了昂扬向上的精神品格。正如一
位网友所言，“他用最朴实的文字道出

了不凡的人生格局”。每个人在阅读
中，都能遇见更好的世界，遇到更好的
自己。

阅读让精神世界闪光，书香使城
市更有魅力。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
方式，既需要个体自觉，也需要城市
管理者努力：打造更多阅读空间，让
城市氤氲书香，从而涵养全民阅读
的土壤。 （陈凌）

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张棋）日前，陕西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印发了《关于开展保健食品行
业专项清理整治行动的通知》（简称《通
知》），明确从 2020 年 6 月至 2021 年 11
月，在全省集中开展保健食品专项清理
整治行动。

《通知》明确，整治重点任务主要包
括：加强生产经营许可审查，规范企业
生产经营行为和营销行为；严厉查处不
按照批准内容组织生产、擅自改变生产
工艺、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等违法行
为；严厉查处保健食品标签、说明书和
宣传材料等虚假宣传保健功能，非法声
称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的违法行为；严
厉查处未经审查发布保健食品广告以及
发布虚假保健食品广告的违法行为；严
厉查处利用网络、会议营销、广播电
视、电话营销等方式欺诈销售保健食品
的行为；严厉查处通过传销、违规直销
等方式营销保健食品的行为和广泛开展
保健食品科普宣传教育活动。

陕西开展保健食品行业

专 项 清 理 整 治 行 动

西安推出9条

精品公园景区夜跑线路
本报讯（张江舟）6月 29日，西安市

“迎全运·惠民生”体育+旅游夜跑线路推
广活动启动，旨在打造“千年古都·常来
长安”文旅品牌，营造喜迎十四运会的良
好氛围。西安市体育局精心推出 9条具
有代表性的公园景区夜跑线路，将围绕
这9条线路举行一系列精彩活动。

本次推出的 9条精品公园景区夜跑
线路分别是：曲江之路——曲江池遗址
公园夜跑线路、雁鸣之路——雁鸣湖湿
地生态公园夜跑线路、唐延之路——西
安唐长安城墙遗址公园夜跑线路、丹凤
之路——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夜跑线
路、城运之路——西安城市运动公园夜
跑线路、汉城之路——西安汉城湖景区
夜跑线路、长乐之路——长乐公园夜跑
线路、会展之路——西安丝路国际会展
中心夜跑线路、全运之路——陆港运动
公园夜跑线路。

◎强化对公职人员的管理监督◎海南免税购物更方便◎直播带货更加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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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汉中公路管理局联合汉中市人民医院在所
帮扶的西乡县杨河镇杨河村开展健康义诊活动，宣传健康
扶贫政策和医疗保健知识，增强群众预防疾病的能力。

徐立生 王学军 摄

据新华社电 如何进一步减轻企
业和低收入参保人员今年的社保缴费
负担？6月29日，国家税务总局社会保
险费司副司长王发运在新一期税务讲
堂视频中详细讲解了有关政策。

据了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税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延长
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
期限等问题的通知》，包括延长阶段性
减免政策实施期限和2020年社保个人
缴费基数下限继续执行 2019年标准、
允许以个人身份参保人员2020年自愿
暂缓缴费两项新政策。

“2020年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基数
下限可继续执行 2019年标准。各省
2020年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基数下限可
继续执行 2019年缴费基数下限标准，
个人缴费基数上限按规定正常调整。”
王发运说。

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各类灵活就业
人员，2020年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确
有困难的，可自愿暂缓缴费。2021年
可继续缴费，缴费年限累计计算；对
2020 年度未缴费月度，可于 2021 年
底前进行补缴，缴费基数在 2021 年
当地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自
主选择。

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单位方式
参加三项社保的，参照中小微企业享
受单位缴费部分免征政策。受疫情影
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参保单位，可继续申请缓缴三
项社保费至2020年12月底，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目前，全国有18个省份和3个计划单列市的企业社保
费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王发运提醒，各地延长阶段性减
免企业社保费政策实施期限实施办法和操作流程存在一
定差异，参保单位和参保人员要关注了解本地实施办法，
依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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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如何让年龄不超过 65岁、身体健康、教育教
学经验丰富的退休教师更好地发挥余热，促进我省贫困
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6月 29日，陕西省教育厅发布
公告，启动我省 2020-2021学年银龄讲学教师招募工作，
计划在省内外招募 262名优秀退休教师，分赴西安、宝
鸡、咸阳、铜川、渭南、延安、榆林、汉中、安康和商洛 10个
设区市支教。

招募对象为省内外退休优秀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
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年龄不超过65岁，具有中级及以
上职称，以高级教师为主。讲学教师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
于1学年。讲学教师工作经费由中央财政按照年人均2万
元标准拨付，按月发放，主要用于向讲学教师发放工作补
助、交通差旅费用及购买意外保险费等补助。

报名方式、报名时间和申报材料等事项详见 10个设
区市教育局网站发布的通知公告。各设区市教育局于 8
月31日前完成公示、协议签订等系列工作，确保讲学教师
9月份按时上岗。

我省将招募262名不超65岁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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